前 言
嶺南大學的校史講述了一個關於勇敢精神與冒險經歷的極
珍責的故事。它有時眞實得比傳說更令人難以置信。
在亞細亞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所有西方學校無疑都有一番
不尋常的遭遇。在君士坦丁堡釗辦羅伯特學院，以及在貝魯特
建立、後來發展成爲著名的美國大學的敍利亞學院時，計劃者’
都明智地爲可能出現的不測情况留下了週旋餘地。而這些不測
後來都出現了。就連羅伯特學院也與統治亞美尼亞人的土耳其
舊王朝發生過短暫的矛盾。在先前這類學校的鼓舞之下，19世
紀80年代，幾位志同道合者本着開創未來的宗旨夢想在中國創
辦一所美國基督敎學院。當時，他們明白自己將會碰到許多意
料不到的問題。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沒料想到自己會捲入一個新中國誕生
的艱難歷程中。他們誰也沒預感到會發生一系列的革命事件，
長期受苦受難的人民會從內部掀起反抗，還有外敵入侵，內戰
和王朝傾覆。發難於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的風暴也扭曲了亞洲
的版圖。這一切都是任何這樣一所學校先天註定在此後的半個
世紀中所要經歷的。
他們智慧和信仰的結晶不時受到這些危機對其生存的威
脅，他們一再被迫放棄其設施，並把活動轉柊到新的地方。這
個過程牽涉到各種各樣的人員、機搆和學生的變遷，但它都挺
過來了。它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連續性，而且孕育出新的
力量，對它在未來中國中所能產生的必不可少的作用也有了更
淸晰的認識0這是一部不可思議的傳奇，一部由偉大業緒滙合
而成的史詩。
嶺南大學是從廣州一所男童學校及其後的基督敎學院發展
而來的°追溯這段歷史使人們可以對近幾十年中國歷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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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胳有個深入了解。這一脈胳用文字來具體表述是十分複雜
的。因爲中華民族自身的歷史曾被一切兩斷，然後又與各種各
樣、毫不相關的模式和利益試着重新組合而成。這裏有西歐
的、俄國的和日本的東西，也有美國小心翼翼踏入這個世界競
技場所帶來的東西。要縷淸這紛繁的頭緒只有通過追溯一個具
體機構的變遷，正如這部校史所作的那樣。歷史的本來面貌決
不單是大事記的組合。要了解歷史，就必須看到每個事件都包
含着人爲的動機，反映了人的精神狀態。在亞洲建立一所美國
學校無疑需要人力的全面投入。建立這樣一所學校的條件是了
解經濟狀况，具有商業意識、政治的現實感和對社會問題的敏
銳性，而學校的生存則有賴於豐富的想像力、寬廣的胸懷和同
情心、充足的學識和不可動搖的信念。
因此，富有想像力的作品往往比單純追溯歷史源由和結果
的史書更眞實。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更多是通過賽珍珠那些展
示內心世界、動人的作品來了解中國人的現實問題和本來面
貌，而不是通過所有那些官方文件和新聞報導。正如郭查理

(Charles Hodge Corbett)所指出的，嶺南大學校史處處都突出
人的作用、惑情和打算、希望和悲劇、最終的決心，這一切都
那麼引人入勝，歷史變得糊糊如生。
一座頌揚求實精神的雄偉豐碑從而展現在我們的眼前。它
的名字就是嶺南。它把中美兩國人民的靈魂聯繁在一起，至今
它仍表現爲對未來的執着追求。
在敎會學校中，嶺南大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它不屬於
任何一個敎派。它歡迎中國人的合作，最終目標是交給中國人
管理。當我1932年有幸訪問嶺南大學時，校長香雅各博士已從
！

1927年8月起擔任該校的顧問了。本書獻給他是再合適不過
的。香雅各博士談到自己的情况時說：
“我任這所大學的校長，直至我們讓位於一個中國學
者一一鍾榮光。我們的法律稱呼是‘嶺南大學董事局，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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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註册’。我是設在紐約的辦公室與在本地的中國人之間的聯
絡官。我們辦公室擁有大學的財產，每年以一美元的價格把它
租給中國人。這種安排非常令人滿意。我們的協議規定，如果
我們認爲協議未得到遵守，我們可以在發出通知的6個月後恢
復對該校的管理。……目前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這樣一種安排使中國同事得到最有力的激勵和鼓舞。完全
一致的目標和標準、充分和經常地交換意見使中國敎師和行政
人員的能力得到較好的發揮，否則一事無成。我拜訪了如今在
達茅斯擔任中國文化名譽敎授的陳榮捷博士，他曾在嶺南大學
擔任敎務長和哲學敎授。這種眞誠的相互關係使中國人能在財
力和人力兩個方面爲支持這項事業作出重大貢獻，並且在關鍵
時刻拯救過這所學校。
當任何這樣一所學校從學院升級爲大學時，它都需要植根
於遍佈廣東地區的小學和預科學校。顯然，中外合作提供了這
種根基。在學校被迫遷徙的時期，這種深厚的友證更加必不可
少。它也說明了郭查理先生提到的另一個重要情况。1949年共
產黨佔領廣州後，儘管有些爭執，但由於神學院的繼續存在，
這所大學仍可能暫且辦下去。嶺南大學不僅體現了美國的監護
權，也反映出中國人向前看思想的實質，即尊重毛的侵入者。
這一容納時期持續到朝鮮戰爭。戰爭使共產黨統治者反對嶺南
大學的美國支持者。這些情况表明，恢復和體面共存的最終可
能性並非蕩然無存。
嶺南的締造者們從一開始就想到會冒大風險，但他們並不
是簡單地投機。他們胸有成竹，正是這種把握支持了他們。
他們有自信。
他們周圍的情况使他們相信中國有某些需要。他們確認中
國敎育必須有根本性的變革。當一個偉大的民族被情願不情願
地推入到我們西方人稱之爲近代世界的世界中時，這個世界的
科學、技術、經濟、政治，甚至道德的原則正潛移默化地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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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落自行滲透。它們面對旣有歡迎也有譴責。在這種形勢
下，無論是歷史悠久的科擧制度和產生這一制度的選拔性學校
制度，都無法繼纊滿足這個國家的政府和社會的需求。
嶺南學校的締造者很淸楚這一點。但若僅僅是他們有這些
看法，那便毫無意義。關鍵的是中國人也必須得出同樣的結
論。並不是我們硬要把自己的觀點强加給中國，而是中國自己
要求享有西方世界的看法，去建立一種完整的學校體系，而不
是拼拼湊湊的學校體系。人們可以自由地去分析這一體系，在
分析之後才決定是否接受或反對。
當時，西方人在中國扮演了一種祖師爺的角色，激起人們
的忿忿不滿。來自外界的粗暴壓力，1834年廣州被迫向歐洲貿
易開放，1839至1842的鴉片戰爭，與這些要求連在一起的屈辱
的領事裁判權，由這些侮辱性言行產生的痛苦和不滿到1900年
最終導致了義和團晤款，所有的一切都使聰明的中國人不會不
認識到，使其蒙受耻辱的大國顯然有一種超人的本領，中國必
須掌握它的秘密，即使掌握意味着一場革命。
正如事實所表明的那樣，爲了取得勝利人們歷經了一個世
紀的革命。當蔣介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葉成爲精神與政治
的最高權威之時，中國一度出現國家復興的曙光。但這一時期
很快就變得幾乎藉然失色了。那個時期不僅對中國人，而且對
於人類畢竟是十分重要的。它的消失將會給依然要產生的一個
更加偉大的中國留下經驗敎訓。它總會有所貢獻的，黑暗必將
過去。
在我們所談的這個世紀裏，頭一場革命也是最重要的革命
不是推翻滿洲王朝，而是一場發生的更早，影響廣泛的思想革
命。那時，中國有思想的人們，從慈禧太后到已有的學校裏的
不安定的靑年們，按慈禧的話說，都已準備好“吸收外國的精
華以改正我們的弱點”，首先是敎育方法。這番話導致1904年
頒佈新的章程，規定建立國立學校體系，同時還規定資助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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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中國學生到外國留學。舊中國邁向新中國的關鍵一步就這
樣奠定了。
1905年廢除作爲文官資格考試的科擧制度就是向公衆表
明，歷史悠久的社會權力結構不再有效。我想，從沒有另一個
偉大的民族能在一個諭旨中承諾如此多的東西。（同所有那些
激進的變革一樣，這一改革忽略了科舉制度爲中國官員體系提
供了出色的服務和人員。）
但是，爲甚麼中國年靑人此時如此熟衷到外國學校求學•
呢？除了外國學校越來越爲人們關注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原
因。只有在國外居住，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那個產生西方思想
的整個環境中去。只有這整個環境才能充分說明西方的思想。
當時，大量適合到國外學習的學生都選擇在日本是有其實際考
慮的。接下來是美國、歐洲，主要是指英格蘭和蘇格蘭，愛丁
堡便是接受醫學訓練的好地方。
然而，西方要傳遞一些我們往往注意不到的特別訊息，就
如同在中國的土地上，無論是通過敎會學校或租界內的學校，
西方人有意識地向中國人所作的自我介紹。在美國人的學校
裏，中國人除了聽到純技術的內容外，還大量聽到有關民主、
代議制政府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他們却沒有想想這些美國式的
樣板是不是固定不變的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種學習只會導
致引進那些僅在美國行之有效而並未得到公認的地方性產物。
1912年2月12日，淸朝隆裕皇太后頒佈的退位詔書中是這樣說
的：“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但是事實證明，南京方面
提出的共和形式只是一紙空文，沒有控制財政和警察的力量，
它根本無法實施。當時，只有袁世凯有這方面的實力，所以孫
中山認爲爲了實現共和，辭去總統一職而讓位給袁世凯是十分
關鍵的。其結果却由於袁世凱貪圖權勢和挖耀，這一行動導致
共和的失敗。納丹尼爾•佩弗（Nathaniel P e f f e r ) 在 其 有 關 遠 東
歷史的名著中是這樣論述這場災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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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應該歸咎於美國的影響和敎育。1911年
以前，許多中國年靑人到美國留學（1908年我們把所得的庚子
晤款轉用於這一方面）……他們死記住了美國政府的各部分結
搆……却沒有去進行選擇，使其適應中國人的機制、傳統和精
神° ”
準確地說，亞洲的西式學校應該在“選擇和適應”方面作出
獨特的貢獻。它們具有的功能是前往西方國家的學校留學所起
不到的。在這方面，嶺南大學作出了出色的表率。在亞洲土地
上的西式學校的宗旨不是去移植西方的機制，而是去說明它
們，探索具有普遍意義的內核，幷使它們適合應用於亞洲。這
是一項責無旁貸的任務，必須齊心協力才能完成。這就是嶺南
大學的業績和精神，它在廣州地區影響深遠。
孫中山的生平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866年，他出生於廣
州附近，13歲時在夏威夷的英國聖公會學校讀書（米切納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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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實地描述了那裏的情況）。在國內渡過一段動蕩不安的日
子後，他又前往香港求學，在皇仁書院中他先是對醫學，對宗
敎感興趣（他1884年受洗），後又對新中國的政治結搆感興趣，
并最終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爲此，他認爲有必要按照秘密會社
的形式建立一個堅定的核心。這個主意乍看不錯，於是他在廣
東的家鄕冒着風險開始實施其想法。1894年，孫中山奪取廣東
失敗，便逃往日本和英國。他繼續考慮按照早年在亞洲的西式
學校中學到的一套樣板來設計中國的模式，獲得了同期其他思
想家都未能產生的一定影響和權威。
在當時嚴峻的形勢下，他對新中國必然形式的看法自然也
會發生變化。中國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她對涉及中國利益
的 凡 爾 賽 會 議 和 1 9 2 1 年 華盛
威頓會議的決定有背於威爾遜的十四
點計劃而感到失望。這種經歷顯而易見是十分痛苦的。値得注
意的倒不是孫中山開始傾聽俄國人對西方的批評，那些人對他
提出了建議。値得注意的是屢試不爽的樣板仍有影響。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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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孫中山作了一系列有關三民主義的演講，他明確地表
示反對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當時，他非常了解發展中的嶺
南，並對它表示同情。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三個方面總結了整個革命時期給中國
立下的新目標。首先是民族主義，要獨立自主。其次是民權主
義，廣大民衆要能參與進步、敢蒙和政策制定。第三是民生主
義，保證每個人的生存是全體的一項責任。他徹底地反對階級
閱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唯物主義哲學。
“據說他如此堅定地抵制共產主義的吸引是因爲受到布魯
克 林 的 一 位 牙 醫 莫 里 斯 • 威 廉 （ M a u r i c e William)《對歷史的社
會解釋》一書的重大影響。儘管如此，不要忽視這樣一個事
實’當1922年孫中山在上海與蘇聯特使越飛會面時，他的反應
是同樣關鍵的。他說：“不能把蘇維埃制度引入中國，因爲這
裏不存在適合共產主義或蘇維埃的條件。”（見佩弗的同一著
述）
在中國的發展階段，很難用更簡潔的語言來表達一個新國
家的指導性宗旨。儘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不完善，但它很快
就當之無愧地獲得整個民族的支持。三民主義無論是在名字上
還是在來源上都絲毫沒有中國的特色。但在孫中山的著作中，
對它們的應用、發揮和全面論述却是中國式的。它們合在一起
構成民族的目標。號召人們爲重建而奮鬭，實現中國式的，而
不是外國式的目標。三民主義具有民族特點。
孫中山1925年去世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三民主義依然作
爲中國的可行目標發揮着作用，儘管人們似乎把它遺忘了。在
以後爲民族生存而鬭爭的30年裏，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蔣介石出
於政治統一和引導公衆的需要，以及出於他個人的野心，他全
力以赴實行集權。他似乎背棄了孫中山的“民權”（蔣介石把這
一點解釋成“紀律”）和“民生”。一位認眞的歷史學家提出疑
問：雖然所有的公立學校每天都不斷地講三民主義，但是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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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義只是口頭講講而已。有幸的是’只要堅持下去，它們總
會開花結果的’就像嶺南精神所倡導的東西方思想的長期合
作°這使我們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或許，一件至今尙未被
歷史學家注意到的重要插曲可以說明這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蔣介石追隨孫中山來到廣東。他曾
接受過一定的軍事訓練，也有實戰經驗。蔣介石認爲沒有必要
爲了適應來自西方的新思潮而拋棄中國的整個哲學遺產。他特
別關注宋明兩朝的新孔學思想家：朱煮和王陽明。當他成爲國
民黨政府的首腦以後，他非常關心社會風氣問題。他採取了孫
中山支持廣泛的學生運動（即五四運動）的政策，反對列强和國
內的軍閥。但他不反對整個中國傳統，也不反對以杜威的實用
主義爲基礎的所有根本原則，這些東西當時很受歡迎，因爲可
以用來取代毫無生氣的崇古行爲。他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新生活運動”。但到1940年冬，一方面同共產黨力量合作抗日
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社會風氣卻越來越糟。蔣介石又再次想到
了三民主義°此時，他意識到急需有一種“道地的民族哲學”。
他認爲，如果能把三民主義看成是源出於一種本是中國基本原
則的東西，就可以滿足這種需要°對西方的思想有必要去了解
和利用，但不讓其左右。
於是，蔣介石向精通西方哲學的中國學者求敎。當時，中
國沿海和北方的主要大學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許多師生逃
亡到作爲臨時首都的重慶所庇護下的週圍地區。正如郭査理提
到的，各色人等或途經嶺南，或就留在了那裏。許多人繼續前
：

往雲南的昆明°在昆明工作的學者中有一位名叫林廟，他是中

：

國哲學學會的秘書°他着手翻譯一系列西方經典哲學著作。蔣

丨

介石偶然間讀了一些他的譯作，特別是讀了羅伊斯（Royce)書
中有關黑格爾的部分章節。

I

蔣介石吃驚地發現黑格爾與朱煮兩人的思想何其相近，兩
個人都講求“理” ’ 其 實 質 就 是 精 神 。 黑 格 爾 的 辯 證 恰 好 與 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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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蔣介石都反對的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針鋒相對。蔣介石
靈機一動。1941年1月14日，他把林廟召到重慶。兩個人商量
如何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借黑格爾來發展朱裏的學說，從
而把三民主義統一起來。於是，中國就可以有了所期待的“道
地的民族哲學”，其結果有助於使傍徨、痛苦和沮喪的社會重
新振裔起來。
在國民黨的資助下，制定了進一步大量翻譯西方哲學著作
的計劃，在昆明的一批人開始落實這項計劃。由於戰爭給蔣介
石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爲了保證翻譯工作的進行，不得不
千方百計地向美國求得經費幫助。1945年11月28日林顧從昆明
寫信給我。估計是通過緬甸，直到1946年初我才收到。我便向
各方聯繁此事。但是，我們的人普遍對中國領導人失去信心。
1946年春，內戰爆發。1947年1月，馬歇爾將軍離開了中國，
我們未能充分地估計這一機會的重要性，它是我們最後一次拯
救這個國家的機會。
毫無疑問，蔣介石在其週圍遇到了更爲直接的妨礙社會風
氣的問題，因此哲學的探索看來無助於事。但是從長遠看，這
項計劃的產生是有重要意義的，也是完全可行的。它表明，中
國過去和現在都準備從西方思想中吸取營養；它也全面證明嶺
南所遵循的合作信念是正確的。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因素可以
幫助一個偉大的亞洲民族實現自我認識，而不是向其進行灌
輸。因此，孫中山對中國未來所作的貢獻，用懷特黑德
(Whitehead)的話說，將“傳諸永遠”。，
它的現實意義也並未消失，因爲當代中國的自我認識尙未
完成。在受到內部或外部的整力的情况下，這個過程決不可能
完成。現政府的髙壓統治從本質上看是不會長久的，中國還需
長時間的思索才能對自己的命運有個成熟的認識。任何一成不
變的敎條主義都是强制行爲。迄今，中國已經嘗試了各種各樣
的政治結搆，對西方及其豐富多彩的遺產有了較多的了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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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的威力也有了深刻的認識，在爭取實現其目標的過程
中有成功有失敗，因此它完全可以恢復基本的自信心和正確的
直覺。在此基礎上，要求言論和討論的自由使內部生活更爲豐
富°
無論從可比或不可比的因素看，亞洲的早期西式學校都爲
巨大能量的解放作出了貢獻。它們有理由爲自己的歷史而驗
傲，爲自己的成績而欣喜，也爲了迎接新的困難而繼續協力合
作。它們必須重振雄風去面對未來。此刻，我們呼顢西方合
作，恢復對歷史終極力量的堅定信念，這樣我們仍然能夠克服
那些分裂人類，不時出現以瓦其决心和嘲弄其希望的障礙。歷
史一定會善始善終。

1960年7 月 29 日

William Ernest Hocking
(威廉•歐內斯特•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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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Concluding his elegant "Preface" to Charles Corbett's Lingnan
University, Emeritus Professor William Hocking of Harvard wrote
that "no story is closed until it is closed right." While the Lingnan
story continues to unfold ever more vigorously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a particular chapter did close over 40 years ago when the
last American administrators left the Hong Lok campus. It is now
time to close that chapter right -- in part by making it available to
readers of Chinese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contact with Lingnan was severed in 1951, the American Board
in New York took steps to preserve the University's remarkable
history. In 1954, Mrs. J. Stewart Kunkle (nee Julia P. Mitchell), a
former member of the English faculty, agreed to prepare a
manuscript. However, she was unable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and in
1958 the Trustees turned to Professor Corbett, a long-time missionary
educator in China who already had edited an eight-volume "China
Colleges" series for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The manuscript was completed and published in 1963，the
year of Corbett's death at 81.
The author acknowledged, in his own Preface, a serious weakness in
the work; a rather myopic view of events through the lens of
American records and ~ given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at the time -his inability "to include ... an account of the many facets of the life
and activities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hinese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He was hot aware, however, of
another prospective problem: that unlike the entire United Board
series, the Lingnan volume would not soon be available in Chinese.
Now, an exceptionally dedicated Lingnan alumnus and skilled
translator, Dr. Lee Sui-ming (Class of ‘47)，has corrected the latter
problem with this publication. In 1967 Dr. Lee was among the
founders of Lingnan College, Hong Kong, and served as its first
Registrar. He also chaired the Publications Committee of the Li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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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Hong Kong) for many years. For
several decades he persistently gathered materials, searched archives,
and interviewed colleagues for articles written for Lingnan Alumni
journals in Hong Kong, Guangzhou, and abroad; no one is more
familiar with the Lingnan holdings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and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ies. Most recently, in 1987, Dr. Lee was a
founding Trustee of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within Zhongshan
University, on the former Lingnan campus at Hong Lok.
The "American trustees" ~ now the Board of the Lingnan Foundation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know Dr. Lee for many years. We
commend not only his initiative and patient labors in completing this
fine translation, but also his personal demonstration of "Education for
Service" in the Lingnan tradition.
Douglas P. Murray
President
Lingnan Foundation
New York City
Novemb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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